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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周奕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羽跃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林桂生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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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6,537,977,342.71 16,807,642,292.60 -1.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7,702,808,426.17 7,270,258,044.22 5.95%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310,163,123.92 8.25% 3,928,276,359.66 -3.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51,802,675.23 18.90% 583,766,928.53 19.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45,378,332.92 19.41% 569,303,359.71 23.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377,039,948.83 82.30% -330,387,301.17 -130.8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81 19.93% 0.2274 20.8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81 23.55% 0.2274 27.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0% 0.02% 7.75% 0.2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46,939.2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

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9,335,967.3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429,037.50  

减：所得税影响额 3,977,986.0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529,610.72  

合计 14,463,568.8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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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0,72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鸿达兴业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78% 667,383,336  质押 568,834,652 

广州市成禧经济

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78% 175,505,415  质押 175,100,000 

乌海市皇冠实业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49% 142,175,775  质押 142,175,774 

国华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万

能三号 

其他 1.63% 42,233,542    

长城国融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4% 26,990,553    

海通证券资管－

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证券行

业支持民企发展

系列之海通证券

资管 1 号 FOF 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95% 24,530,000    

鸿达兴业股份有

限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4% 21,711,700    

华融证券－招商

证券－华融股票

宝19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57% 14,844,804    

安徽中安资本管 其他 0.42% 10,796,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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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有限公司－中

安鼎汇定增私募

投资基金 

王健 境内自然人 0.41% 10,676,232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 667,383,336 人民币普通股 667,383,336 

广州市成禧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175,505,415 人民币普通股 175,505,415 

乌海市皇冠实业有限公司 142,175,775 人民币普通股 142,175,775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

能三号 
42,233,542 人民币普通股 42,233,542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6,990,553 人民币普通股 26,990,553 

海通证券资管－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证券行业支持民企发展

系列之海通证券资管1号FOF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24,5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530,000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 
21,711,700 人民币普通股 21,711,700 

华融证券－招商证券－华融股票

宝 19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4,844,804 人民币普通股 14,844,804 

安徽中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中

安鼎汇定增私募投资基金 
10,796,221 人民币普通股 10,796,221 

王健 10,676,232 人民币普通股 10,676,23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广州市成禧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关系，该两名股东与

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乌海市皇冠实业有限公司为持有公

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上述股东之间的其他关系不详。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568,852,830

股股份，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98,530,506 股

股份，因此，合计持有公司 667,383,336 股股份。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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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分析 

项目 期末余额（元） 期初余额（元） 较期初变动幅

度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949,270,917.37 3,157,817,088.20 -69.94% 主要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投入增加。 

应收票据 70,383,903.77 40,977,947.06 71.76% 应收款项以电子票据结算。 

预付款项 1,481,987,521.99 1,005,073,865.06 47.45% 因生产、项目建设进度需要，预付原料、工程

等款项增加。 

存货 785,587,102.27 587,996,498.01 33.60% 根据市场情况，增加部分原材料存货。 

其他流动资产 1,893,794.96 26,664,679.49 -92.90% 待抵扣进项税期末部分已抵扣。 

开发支出 48,348,154.18   本期加大研发投入，其中资本化支出增

加。 

长期待摊费用 35,775,569.20 64,305,840.69 -44.37% 相关费用本期已分摊。 

其他非流动资产 630,031,610.11 86,902,989.07 624.98% 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需要预付相关

款项。 

预收款项  222,834,264.77 -100.00% 本期执行新收入准则科目重分类所致。 

合同负债 198,278,193.33   本期执行新收入准则科目重分类所致。 

其他应付款 44,270,051.66 128,020,264.76  -65.42% 本期子公司保理业务减少，相关应付款项

减少。 

其他流动负债 4,577,061.72 27,875,158.66 -83.58% 部分交易结算准备金期末已结算。 

长期借款 20,000,000.00 168,400,000.00 -88.12% 根据借款期限，部分借款重分类至一年内

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长期应付款 143,509,231.94 369,683,699.18 -61.18% 融资租赁业务相关应付款因还款而余额

减少，且部分相关应付金额重分类至一年

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8,914,786.92 14,489,656.46 -38.47% 期末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减少。 

（二）合并利润表（7-9月）项目变动分析 

项目 本期发生额（元） 上期发生额（元） 较上年同期变

动幅度 

变动原因 

销售费用 17,807,547.59  65,768,242.91 -72.92% 根据新收入准则的有关规定，部分运输费用本

期不再计入销售费用。根据和客户的销售合

同，合同约定由 本公司承担运输的，本公司

负责将产品运送至客户指定的地点并承担相

关的运输费用。该产品销售属于在某一时点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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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履约义务且控制权在送达客户指定地点

时转移给客户。2020年1月1日之前公司将承担

的运输费用记录为销售费用。根据新收入准则

规定，2020年1月1日起，该运输为公司履行合

同发生的必要活动，其费用计入履约成本。控

制权转移给客户之后发生的运输活动为本公

司向客户提供了一项运输服务，该项服务构成

单项履约义务，2020年1月1日起，本公司将此

类运输服务对应的收入成本计入营业收入与

营业成本。 

管理费用 28,122,216.65  10,842,628.06 159.37% 相关固定资产折旧增加。 

研发费用 15,217,614.83  8,311,874.86 83.08% 因研发项目增加，本期费用化的研发支出增

加。 

其他收益 1,790,000.00  530,500.00 237.42% 本期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分摊增加。 

投资收益 -3,511,717.17  -1,746,498.87 -101.07% 主要系本期确认联营企业投资亏损所致。 

营业外收入 2,747,104.66  10,112,432.32 -72.83% 本期与损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低于上期。 

营业外支出 204,132.40  1,207,064.82 -83.09% 本期非经营性的偶然支出减少。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1-9月）项目变动分析 

项目 本期发生额（元） 上期发生额（元） 较上年同期变

动幅度 

变动原因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 

  2,529,172,703.31    1,195,088,211.61  111.63% 本期公司根据市场情况增加原辅材料储备，相

应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增加。 

支付的各项税费     350,529,899.06      262,893,232.06  33.34% 本期支付的企业所得税等税费高于上期。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30,387,301.17     1,069,698,940.61  -130.89% 本期支付基建项目建设资金增加。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

计 

      2,780,046.88       20,127,674.76  -86.19% 主要由于上期收回投资和处置部分固定资产，

本期未发生。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 

    883,329,289.20       91,228,022.90  868.27% 本期“年产30万吨聚氯乙烯及配套项目”等项

目建设投入资金增加。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

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

额 

               -        578,559,330.47  -100.00% 上期支付子公司收购款，本期未发生。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880,549,242.32     -651,945,678.61  -35.06% 本期“年产30万吨聚氯乙烯及配套项目”等项

目建设投入资金增加。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495,448,133.44    3,849,903,959.67  -87.13% 本期收到的票据贴现款、银行承兑汇票保

证金等款项减少。此外，上期收到子公司

原股东支付的业绩承诺补偿款，本期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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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549,713,881.27    2,351,553,381.68  -34.10% 本期因偿还到期融资业务支付的现金少

于上期。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909,630,127.35    3,693,529,095.93  -75.37% 本期支付的票据到期解付款、银行承兑汇

票保证金等款项减少。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公司全资子公司西部环保广东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中标韶关市武江区农业农村局2020030采购项目、阳春市农

业农村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技术服务项目及廉江市2020年土壤耕地酸化治理采购项目，运用自产土壤调理剂及土壤修复技术

对相关耕地进行治理，改善作物生长的土壤环境，提高作物品质与产量。本次中标的项目，对于推动公司土壤修复业务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加快公司土壤调理剂产品的推广应用，为公司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提升公司的整体竞争能力和市场

影响力，并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子公司西部环保广东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中标土壤修复政府采购项目 
2020 年 07 月 29 日 

《关于全资子公司中标土壤修复政府采

购项目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公告编

号：临 2020-080）                      

公告披露网站名称：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

资成本 

会计计

量模式 

期初账

面价值 

本期公

允价值

变动损

益 

计入权

益的累

计公允

价值变

动 

本期购

买金额 

本期出

售金额 

报告期

损益 

期末账

面价值 

会计核

算科目 

资金来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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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外

股票 
601601 

中国太

保 
30,000 

公允价

值计量 
37,840 -6,630    -6,630 31,210 

其他非

流动金

融资产 

自有资

金 

境内外

股票 
601857 

中国石

油 
83,500 

公允价

值计量 
29,150 -8,600    -8,600 20,550 

其他非

流动金

融资产 

自有资

金 

境内外

股票 
601866 

中远海

发 
26,480 

公允价

值计量 
10,360 -2,040    -2,040 8,320 

其他非

流动金

融资产 

自有资

金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0.00 --        -- -- 

合计 139,980 -- 77,350 -17,270 0.00 0.00 0.00 -17,270 60,080 -- --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一）非公发募集资金使用及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916号）核准，2017年8月公

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等8名特定投资者共发行164,013,697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发

行价格为7.41元/股，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1,215,341,494.77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33,944,013.70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1,181,397,481.07元。 

根据公司于2016年12月30日刊登的《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本次非公发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相

关费用后，分别用于土壤修复项目、PVC生态屋及环保材料项目建设及偿还银行贷款。其中，61,752.80万元用于土壤修复项

目，23,781.35万元用于PVC生态屋及环保材料项目建设，36,000.00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截至本报告期末，该次募集资金累计使用119,731.59万元（其中，土壤修复项目建设支出56,854.33万元，PVC生态屋及

环保材料项目建设支出23,635.46万元，偿还银行贷款36,000.00万元，支付保荐承销费及其他发行费用3,241.80万元），加

上专户资金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等的净额后，期末该次募集资金专户余额2,145.31万元。 

（二）可转债募集资金使用及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305

号）核准，2019年12月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24,267,8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426,780,000元，扣除本次发行的承销保荐费用人民币11,320,754.72元（不含税）后公司实收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2,415,459,245.28元。 

根据公司于2019年6月25日刊登的《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三次修订稿）》，本次可转债募集资金在扣除发

行相关费用后，用于年产30万吨聚氯乙烯及配套项目建设与补充流动资金，其中，227,678.00万元用于年产30万吨聚氯乙烯

及配套项目建设，15,000.00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本报告期末，该次募集资金累计使用151,977.27万元（其中，年产30万吨聚氯乙烯及配套项目支出135,448.00万元，

补充流动资金15,000.00万元，支付保荐承销费及其他发行费用1,529.27万元），加上专户资金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等的净

额后，期末该次募集资金余额90,888.05万元（其中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84,79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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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 2020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

资料 

调研的基

本情况索

引 

2020 年 07 月 01 日 公司办公室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询问公司问询函回复时间，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及公司

股价走势。 

（不适用） 

2020 年 07 月 02 日 公司办公室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询问公司更正 2019 年年度

报告的原因及更正的内容。 
（不适用） 

2020 年 07 月 08 日 公司办公室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询问公司上半年业绩披露

时间。 
（不适用） 

2020 年 07 月 09 日 公司办公室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询问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

原因。 
（不适用） 

2020 年 07 月 15 日 公司办公室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了解公司是否生产糊树脂。 （不适用） 

2020 年 07 月 17 日 公司办公室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了解利润分配方案实施相

关事宜。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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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07 月 21 日 公司办公室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询问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不适用） 

2020 年 07 月 23 日 公司办公室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询问公司上半年经营情况。 （不适用） 

2020 年 07 月 29 日 公司办公室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了解控股股东部分持股解

限售相关事宜。 
（不适用） 

2020 年 07 月 30 日 公司办公室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询问公司 PVC 产能及上半

年经营情况。 
（不适用） 

2020 年 08 月 03 日 公司办公室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询问半年报披露时间。 （不适用） 

2020 年 08 月 05 日 公司办公室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询问公司非公发项目进展

情况。 
（不适用） 

2020 年 08 月 11 日 公司办公室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了解公司氢能项目建设进

展。 
（不适用） 

2020 年 08 月 13 日 公司办公室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询问半年报披露时间及公

司上半年经营情况。 
（不适用） 

2020 年 08 月 17 日 公司办公室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询问公司氢能项目是否运

营情况。 
（不适用） 

2020 年 08 月 18 日 公司办公室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了解公司投资建设钾长石

综合利用项目进展。 
（不适用） 

2020 年 08 月 25 日 公司办公室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询问半年报披露时间。 （不适用） 

2020 年 08 月 28 日 公司办公室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询问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不适用） 

2020 年 09 月 07 日 公司办公室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询问公司非公发项目进展

情况。 
（不适用） 

2020 年 09 月 11 日 公司办公室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了解公司监事变更的原因

及公司经营范围。 
（不适用） 

2020 年 09 月 16 日 公司办公室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询问公司三季度经营情况。 （不适用） 

2020 年 09 月 22 日 公司办公室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询问公司公司所处行业有

关情况。 
（不适用） 

2020 年 09 月 30 日 公司办公室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询问公司是否生产液氢。 （不适用）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周奕丰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2、衍生品投资情况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六、对2020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八、委托理财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